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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医院图书馆发展延伸服务的思考与实践
沈祖泓
广东省清远市中医院，广东 清远 511500
摘要：对国内外医院图书馆发展延伸服务的状况进行概述，并介绍清远市中医院图书馆目前发展延
伸服务的情况。探讨医院图书馆发展延伸服务的可行性及遇到的问题，倡导医院图书馆为保障人民群众
健康应提供更多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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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and Practice of Extending Service in Libraries of TCM Hospitals
SHEN Zu-hong
(Qingyuan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Qingyuan Guangdong 5115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research status of library extending service in hospital librari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introduced the condition of development of library extending service in Qingyuan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t also discussed the feasibility and problems in extending service of hospital
libraries and proposed that hospital libraries should offer more services to guarantee public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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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图书馆作为专业性图书机构，为医务人员

度与深度都得到延伸。

提供了充分的知识服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健

在以往的观点中，医院图书馆是医院的内部机

康保健意识越来越强，公众对医疗保健刊物、医学

构，对医院职工提供医学参考资料，为临床研究提

专业书籍等医疗知识的需求量也在逐渐加大，医院

供帮助。医院图书馆一般只对院内职工及临床实习

图书馆的发展遇到新挑战与机遇，国内外部分医院

的学生开放，这使得医院图书馆的资源无法充分利

图书馆逐渐开始对公众开放。同时，随着网络时代

用，没有体现出医院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将服务延

的来临，各种中外文数据库和互联网的普及使用，

伸到社会，进一步实现医院图书馆的社会价值，是

广大医学专业人员在临床科研上也摆脱了单纯依靠

发展医院图书馆延伸服务的主要目标。要实现这一

[1]

图书馆查找资料的模式 。医院图书馆的生存空间

目标，一方面要拓宽医院图书馆的服务广度，扩大

面临严峻挑战，医院图书馆发展延伸服务势在必

服务范围，不仅对医生、护士等医学专业人员，还

行。广东省清远市中医院图书馆欲把握住国家大力

要服务患者或其他社会人群，为他们提供医药知识

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契机和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探

和医学信息；另一方面要与时俱进，改进医院图书

索出具有中医特色的信息延伸服务之路。

馆服务的方式，增加服务的深度，将服务延伸到社

1 医院图书馆延伸服务的概念和意义

会，造福广大患者和普通群众。在发展的同时，还

医院图书馆延伸服务，是指图书馆作为信息管

要保证服务的质量，让每一位读者都能更快更好地
[2]

理机构，利用现有资源和条件，拓展图书馆的社会

获得所需要的知识 。

服务功能，提供除院内图书借阅及文献保存等传统

2 国内医院图书馆延伸服务的发展现状

服务以外的信息服务，通过增强服务能力，扩大服

目前，国内许多综合性医院都设置了医院图书

务覆盖面，丰富服务内容与方式等，承担起图书馆

馆，其中绝大部分开放的对象是医院医护人员及临

的社会责任，为更多有需要的读者提供多样化及个

床实习的学生，但部分大城市的综合性医院亦开始

性化的服务。延伸服务的目的是使图书馆的服务广

进行各种方式的延伸服务。
2.1 海南省海口市中医院图书馆

作者简介：沈祖泓，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医院图书管
理。E-mail: qyhdz@aliyun.com

2015 年 7 月，海口市中医院与海南医学院合
作，在海口市中医院设立“海南医学院图书馆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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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站”，充分发挥高校的文献资源优势，根据医院

提供信息指导等延伸服务，图书馆工作人员不仅会

图书需求情况进行定期更新、替换，除了提供流动

向患者推荐书刊，也会向患者介绍医院概况、特色

点借阅及到馆借阅外，还将所需图书直接送达服务

科室、专家情况等，让患者更了解治疗所需的信

[3]

站点，并实现了电子资源的共享 。

息；还配合医院临床医疗工作，提供疾病治疗及预

2.2 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图书馆

防的宣传教育的服务，如举办健康教育专题讲座，
[8]

2014 年，复旦大学图书馆联合 10 家附属医院

或根据不同患者的需要，举办专题展览等 。新加

成立复旦大学医学图书馆联盟，建立起以学校图书

坡图书馆的服务模式主要是提供信息服务，这是在

馆为中心、向医院网点辐射的图书网络，极大地丰

投入不多的情况下比较有效的延伸服务方式，这种

富了医院图书馆的规模，形成互补互助的机制，使

模式值得国内医院借鉴。

[4]

医院图书馆的服务深度得到极大提升 。
2.3 天津市南开医院图书馆

4 清远市中医院图书馆延伸服务的发展现状
我院是粤北地区首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也是

除了扩大图书馆规模，延伸其深度外，扩大图

广州中医药大学非直属附属医院和国家中医住院医

书的读者群也是医院图书馆发展的重要方面。2014

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我院图书馆医学专业文献资源

年 5 月，南开医院图书馆旨在推动全民阅读，扩大

丰富，信息资源的系统性、专业性及学术性是当地

读者群，在住院部设立“悦读阅健康”爱心书架，

其他信息机构难以相比的，因此开展延伸服务具有

放置了养生常识、心理健康、日常保健等多种类型

明显优势 。目前，我院图书馆开展的延伸服务包

医疗知识书籍、杂志 300 余册，缓解了患者及家属

括以下 4 点。

住院期间的身心压力，又达到传播健康知识、营造

4.1 为患者及其家属服务

和谐轻松就医环境的目的，深受医护人员和广大患
[5]

[9]

我馆将电子书借阅机放在大厅，患者或家属可

者的好评 。

以 24 h 通过手持移动终端，如手机、平板电脑等，

2.4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图书馆

扫描二维码，自助查询和借阅电子书籍。突破了图

2011 年，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儿科门诊为

书馆时间、空间的限制，免去了传统借阅的复杂流

就诊患儿设立了“读书角”，存有近千册图书方便儿

程，给予患者最大的人文关怀。同时，我馆还印制

[6]

童及家长阅读 。该设施的设立缓解了患儿就诊时

了各种疾病的宣传教育册和科普指南，通过临床科

的紧张情绪，有利于临床的诊断治疗。

室向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医疗知识教育宣传，并且每

3 国外医院图书馆延伸服务的发展概状

月开展 1 次健康教育讲座。

3.1 美国医院图书馆

4.2 为社区居民服务

相对于我国医院图书馆的延伸服务刚处于起步

我馆与社区加强合作，邀请院内专家到社区开

阶段，美国在医院图书馆延伸服务上已达到较高水

展冠心病、糖尿病、老年骨质疏松症等疾病的预防

平。美国的医院图书馆对全社会开放，不仅是患者

治疗健康讲座，同时将相关疾病的馆藏纸质书籍和

和家属，而且社区内的群众都可以前来借阅咨询。

期刊带到社区，供社区民众借阅，让更多的社区居

美国医院图书馆服务完善，图书馆工作人员不仅会

民享受到优质的健康教育服务。

协助患者检索疾病相关医学类文献、依照病情为患

4.3 为基层医生服务

者提供合理有效的健康处方建议或医学情报小册

社区医院及乡镇卫生院条件有限，大多没有图

子，还会负责安排有关健康教育的活动如疾病讲座

书馆，基层医生普遍存在知识面窄、专业知识单薄

等服务，并且对长期住院的患者提供文化娱乐生活

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基层卫生服务的质量

[7]

[10]

。我院

等服务 。美国医院图书馆的延伸服务体现出以患

与基层医院建立了市、县、乡、村医联体，搭建了信

者为中心的特点，这种模式下，服务水平固然提

息资源共享平台，基层医院可以远程查询、借阅我

高，但医院图书馆需要付出的人力、物力也是巨大

馆资料。同时我们还不定期到基层医院举办文献检

的，目前在国内推广是有难度的。

索讲座，以提高基层医生的信息检索水平和能力。

3.2 新加坡医院图书馆

4.4 为临床科研提供即时推送服务

新加坡的医院图书馆设施完善，提供大量书

临床医务人员由于医疗任务繁重，查询文献资

籍、期刊、报纸以及音像资料等可供借阅。主要是

料的时间相对较少，为临床提供信息推送服务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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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服务延伸的又一重要举措。我馆依据临床科研的

为，可以利用微博进行医院图书馆的延伸服务。甘

需要，有针对性地收集、筛选并整理出有用的信

平亦指出移动手机终端 APP 将在图书馆领域得到充

息，利用办公自动化系统（OA）主动推送，使临床

分应用

医务人员能在工作的同时收到馆员为其传递的文献

6 展望

资料，有效地协助临床开展研究工作，加速临床医
[11]

学水平的创新

[13]

。

展望未来，发展图书馆延伸服务，须与快速发
展的图书馆理念、技术、模式等相适应。目前我馆

。

5 问题与思考

的服务能力仍然存在不足之处，无论是纸质文献的

5.1 图书馆延伸服务与信息资源

馆藏量、电子文献的资源数据量，还是服务项目的

我馆建成多年，但在当前条件下延伸服务相对

广度、深度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应借鉴学习同行

有限。笔者认为，图书馆延伸服务发展的基础是图

经验，加强服务功能的再提升，深化服务层次，拓

书馆馆藏的资源量丰富，量变才能达到质变。目前

宽服务领域，创新服务项目，发挥中医特色，以品

应扩展馆藏途径，如我院作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附

牌带动服务，从而构造新服务、创造新品牌，充分

属医院，可以利用与高校的合作，实现互通互借，

发挥医院图书馆知识资源的作用与价值，为社会的

电子信息共享等，也可以建立广东省医院图书馆联

进步与发展贡献力量

[14]

。

盟，实现各医院图书馆的馆际共享。使我馆馆藏延

在信息化、网络化蓬勃发展的今天，医院图书

伸至大学图书馆和全省医院图书馆，让读者能够及

馆发挥对社会大众进行医药知识宣传的桥头堡的作

时查询到最新文献和资料。

用，延伸服务的发展势在必行。延伸服务的核心是

5.2 图书馆延伸服务与数字资源

增强医院图书馆的服务深度与广度，一方面让更多

在当今时代，电子文献资源因其灵活性、简便

的社会大众获得所需的医药知识，另一方面要更好

性已经逐渐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因此，发展图

地为医疗临床与科研服务。目前，国内医院图书馆

书馆延伸服务，电子数字资源的拓展必不可少。电

的延伸服务已逐步在摸索中实行，但限于基础设施

子资源存在易丢失、数据易发生错误等问题，所以

条件等原因，没有达到国外相对成熟的服务方式。

电子资源的发展应当从优化管理系统出发，使信息

可喜的是目前正逐渐拉近与国外医院图书馆的服务

资源能够实现专科专病导航，满足读者的即时情报

水平。展望未来，图书馆应充分发挥中医医院的特

信息需求，达到快速查找、及时推送的目的。

色与优势，为中医医院的进步，为向社会大众传播

5.3 医院图书馆延伸服务与公共图书馆

正确有效的中医学知识，作出更大贡献。

医院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的服务不同。医院图
书馆的定位更精确，服务的对象也较清晰，因此延
伸服务的范围也不一样。医院图书馆有着自己独特
的优势，有着得天独厚的医学资源。医院图书馆延
伸服务可与公共图书馆合作，医院图书馆收藏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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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图书馆知识服务绩效评估研究
温日琴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图书馆，广东 深圳 518035
摘要：对医院图书馆开展知识服务绩效评估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现状和存在问题，以及未来发
展趋势进行探讨。从医院图书馆医务工作者、图书馆内部监督机构以及来自第三方评估 3 个方面提出医
院图书馆知识服务绩效评估的设计依据，构建医院图书馆知识服务绩效评估体系。并以深圳市第二人民
医院图书馆为例，对构建的评估体系进行应用分析。
关键词：医院图书馆；知识服务；绩效评估；三重性
doi: 10.3969/j.issn.2095-5707.2015.06.011
Study 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Knowledge Service in Hospital Libraries
WEN Ri-qin
(Library of Shenzhen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Shenzhen Guangdong 518035, China)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conducting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knowledge
service in hospital libraries were firstly analyzed. Then the current situation, existing problems and future
tendency were discussed. Furthermore, design references for building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of
knowledge service in hospital libraries were put for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medical workers in hospital
libraries, internal supervision organization in libraries and third-party evaluation, with a purpose to construc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of knowledge service in hospital libraries. Finally, library of Shenzhen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was set as example to conduct application analysis on building evaluation system.
Key words: hospital library; knowledge servic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hreefold
[2]

进入 21 世纪，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医

究日益增多 ，但总体上处于初组阶段。本文构建了

院图书馆不断注入新活力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

医院图书馆知识服务绩效评估体系，以期从理论上

战。传统的信息服务已不能满足医务工作者个性化

提供知识服务绩效评估的依据，从实践中优化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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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工作流程。并通过分析实际案例，研究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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